
樓市初回穩 代理謀擴張
增人手積極 拓分行保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今年上半年樓市表現大起大落，首5月整體物業註冊合約只有

20,538宗，按年大減42%，地產代理生意相當難捱，有代理行歡喜賺近億元，亦有代理行要發盈

警。業界表示，從事住宅的地產代理生意已見谷底回穩，下半年一手盤持續增加，一二手成交料

達2.8萬宗，各大代理為搶市佔率，紛加人手及增分行。

20162016年年66月月1919日日（（星期日星期日））A5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劉理建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接受
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今年1及2月

一二手住宅交投十分低，令該行住宅部要
蝕6,000萬元，但到3月一手盤再湧現，生
意額已追回過去兩個月的虧蝕，而4月至6
月新盤爭相出擊，部分是豪宅盤，令生意
額大幅回升，上半年除稅後盈利料近億
元，比去年下半年上升30%。

中原半年賺近億 調升目標
他坦言，今年上半年樓市表現大起大
落，生意亦大起大落，相信現時住宅的地
產代理生意已谷底回穩。早前他更將中原
住宅部今年全年目標佣金收入由原定36億
元調升至38億元
展望下半年，他稱，由於一手盤供應持

續增加，料以減價谷銷情，中原住宅部會
增加40間分行至目標400間，人手會增加
500人至6,000人。他表示，下半年市況仍
保守，拓展不會太進取，但仍然樂觀。

美聯集團（1200）早前發盈警，今年首5
個月淨虧損約1.3億元，預期截至6月底止
中期業績將錄得虧損，去年同期則有純利約
3,200萬元。公司指出，於2016年的首數月
與2015年同期相比，在香港的住宅及非住
宅物業市場銷售活動下跌；及物業代理行業
競爭激烈，對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租金及中國
內地的員工成本造成上調壓力。

美聯增分行攻新盤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

今年3月以來該公司增加400人至500人，
部分不獲減租及盈利不好的分行會縮減，
部分多新盤供應區會增加分行，因此分行
數目基本上是維持不變。由於1、2月交投
十分低，當時生意非常差，3月開始打和。
他稱，下半年一手盤主導成交，料一手

約有9,000至1萬宗，二手料約有1.5萬至
1.8萬宗，比上半年略好，因此下半年會再
增加500人及增加10%至20%分行，即約

20至40間。

廖偉強料生意不變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指出，上半年減少

約10間分行，主要是早前過度擴張，生意
又未能有盈利的分行，如今共有約200間分
行，人手有輕微增加，目前約2,500人。然
而，總體而言，由於1月及2月成交低，生
意差，即使4月曾錄1.4億生意額，接近新
高紀錄，但上半年的生意只能打和。他相
信，地產代理行業已走出之前的慘淡。展望
下半年，他表示，生意會與上半年相若，
人手會加少少，但不會加分行。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李志成表示，3月以後

生意已好轉，但市況仍波動，上半年該公
司的部分分行進行換舖，目前約有60多間
至70間，人手大致保持，如今約逾1,000
人，下半年會因應市況加人手及加分行，
包括於元朗、九龍城及北角等有新盤供應
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相比住
宅市道，上半年商舖市道相當差，投資
者不入市、經濟不景氣及零售吹淡風所
帶來的連鎖效應逐步浮現，兩大代理龍
頭於5月終要出手「止血」。
中原（工商舖）董事總經理潘志明坦

承，由於零售市道疲弱，吉舖增加令投
資者入市意慾減，商舖部的業績較差。
今年首季經內部業績評估後，部分長期
無開單的人手會自行離職，個別選擇轉
行，或轉調其他部門。

「業主減租都未必租得出」
他補充，今年以來吉舖湧現，「業主

減租都未必租得出」，並陸續傳出提早
棄租、削減分店，以及退租巨舖，「今
年成交量比高峰期大減八成，平均一個
月得廿幾宗（成交）」，營業員開單十
分困難。
目前集團前線人員約250人，較高峰期

人手達300人減少約15%。潘志明預計，
倘市況持續慘淡，累計需減少達三成人
手，減至200人左右。分行方面，今年初
已結束位於觀塘的一間地舖，目前有8間
分行，下半年要視乎市況決定會否再減分
行。不過潘志明強調，整個工商舖仍有微
利，商業部及工商部暫未需縮細規模。
另一邊廂，美聯工商舖（0459）早前

亦發盈警，今年首5個月虧損900萬元，

預期上半年業績將虧損，去年同期則賺
1,300萬元。美聯工商舖承租達12年的旺
角雅蘭中心分行，將於7月後不再續租。
該分行涉及物業樓面約1.7萬方呎，目前
月租近80萬元，呎租約47元。

美聯工商舖失兩成人手
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表示，面

對零售淡風，該行早幾個月起已部署迎
接挑戰，對表現較遜色的營業員加強管
理，人手數量累計流失近50人或兩成，
「成交量唔足以養咁多人」。目前人手
規模約200人，今年擬維持這規模不作補
充。該行擬維持分行數量，今年初有個
別分行遷至較平租的位置，以節省成
本。黃漢成估計，未來一兩年零售市道
仍受困擾。
利嘉閣（工商舖）暫未受大衝擊，商舖

部首席營業董事黃國柱表示，該行目前人
手約70人，較今年初增加約兩成，下半年
主力達成「開源」，暫無裁員計劃。
高力國際則宣佈，香港商舖服務部成功

招攬四名行內精英加入，提升團隊實力，
每位高管對不同零售品牌具備專業知識，
能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高力國際(香港)
常務董事施禮賢表示，雖然外圍經濟環境
可能影響香港零售物業市場，有信心市場
仍存有新機遇，可以帶來業務商機，正部
署零售物業業務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為爭生
意，縱然地產代理監管局已發指引叫地產
代理不要做追車拉客的行為，但昨日於元
朗PARK YOHO Venezia仍上演地產街霸
搶客戰，十多二十名地產經紀於馬路撈

客，見車便追
一擁而上。地
產代理監管局
執法人員亦即
時到場維持秩
序，向在場代
理作出勸喻。
地產代理監

管 局 昨 回 應
指，衝出馬路
截車兜客，不
但險象環生，
而且毫無專業
形象可言。該
局更指，在路
上攔截車輛，
會對駕駛者和

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不但違反局方
指引，亦違反道路交通條例；而拍打車身
甚至拉開車門，可能因損壞他人財產而觸
犯刑事罪行。
該局又指，地產公司管理層有責任設立

妥善制度，管好前線從業員。倘管理層非
但沒遏止前線員工這種截車行為，反要求
他們這樣做的話，局方必定嚴正處理。
代理今年以來生意難做，整體樓市成交未

回升下，近月來地產代理亦見流失。地產代
理監管局公佈最新代理人數，截至5月31
日，地產代理人數錄37,185人，按月微跌
0.29%，以今年首5個月整體物業註冊合約
計，即9人爭一單成交。

9人爭1單求生存
其中，跌幅最明顯為（S牌╱細牌）的數
量，按月跌0.47%至20,050人，反映行業
前景被看淡，不少前線代理轉行有關。反
觀地產代理牌照（E牌╱大牌）最新有
17,135個，按月只微跌0.07%。
雖然代理人數下跌，但代理公司的數目

卻錄得上升。據地監局資料顯示，地產代
理（公司）牌照於上月有3,265個，按月多
出17間，升幅約0.52%。反映分行數目的
營業詳情說明書，上月大增18間至6,414
間，升幅約0.2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實習記
者 盧海濤）新地於元朗 PARK YOHO
Venezia昨日繼續開放示範單位及收票，更
採用嘉年華活動吸引大眾，消息指，兩日
累收逾1,000票，超額登記9倍。
記者昨日下午3時半於售樓處現場所
見，查詢的市民超過百人，人潮擁擠。而
在接駁巴士往該盤售樓處的元朗YOHO
MALL，雖然逛街的市民不少，但甚少有

人主動詢問樓盤相關信息，在場數十名的
地產代理與寥寥無幾的查詢者成為鮮明對
比。

敦皓沽10伙套逾3.4億
一手盤成交方面，市場昨日合計售出37

伙。其中，豐泰地產於西半山敦皓昨日減
價發售10伙，昨日上午以抽籤形式開賣，
約26組客人出席抽籤揀樓，半小時沽清10

伙，套現逾3.4億元，平均成交呎價28,088
元，當中有1組買家購買兩伙。據悉，敦
皓至今累售19伙，套現逾6.6億元。
永泰地產銷售總監顏景鳳昨表示，紅磡

何文田山畔昨日售出2伙，套現3,915萬
元，據悉，買家來自將軍澳區及九龍區，
作自用。此外，將軍澳海天晉售出8伙、
元朗朗屏8號沽4伙、長沙灣海柏匯售出3
伙、元朗世宙沽1伙等。

代理馬路撈客 地監勸喻

PY Venezia超額登記9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紀惠集
團行政總裁湯文亮昨日發表網誌，認為現
階段樓市已喘穩，但目前仍不是入市的好
時機。

樓市已喘穩 政府不減辣
湯文亮指出，樓市經過六個月急跌之
後，現在樓市稍為喘定，指數止跌回升，
不少買家撻訂貨可以以更高價售出。故此
在現階段，樓市可以說是穩定下來，如果
再沒有特別負面因素，樓價將會保持一段
時間。
不過，大家亦要知道，樓市負面消息已

經出了不少，除非是極負面的，否則早已
反映在跌幅內，暫時唯一的壞消息就是樓
價跌得不夠多，政府是不會減辣。雖然市
民已經習慣三款特別印花稅以及逆周期措
施，但當有其他負面因素出現，與辣招所
產生協同效應就會相應增大，對樓市的殺
傷力亦會比預期為大，打算上車的人必定
要提高警覺。
湯文亮認為：「現在打算上車的人要遵

守一些條例，就是去年打算上車而沒有上
車的人，而且是必須的，能力是可以負擔
的，如果買樓等升值，在現階段，依然不
是入市好機會。」

湯文亮：未是入市好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盧海濤）樓市

前景未明，不少業主都看淡後市，部分業
主更要蝕讓沽貨，天后維景花園接連有業
主蝕20萬元離場。
世紀21日昇地產執行董事黃文龍表示，天

后維景花園兩房戶，實用面積440方呎，座向
西面望全海景，物業於上周五開價808萬元放
盤，日前終減價28萬元以780萬元成功出售物
業，平均呎價17,727元，屬市價水平。
據了解，原業主於2013年3月以800萬元

購入上址，持貨3年至今現將物業沽售，賬
面虧蝕20萬元離場。
而且在同一屋苑的3室單位也以虧蝕離
場。單位實用面積452方呎，2房間隔，坐
享煙花全海景。業主叫價880萬元，其後睇
淡後市，最終願大減100萬元以780萬元將

單位易手，實用呎價17,257元。
中原地產陳家鴻指，買家屬於同區換樓

客，鍾情單位景觀，加上同類樓王少有放
盤，業主願意減價，於是馬上承接。原業
主於2013年3月以800萬元買入單位，持貨
3年，賬面蝕20萬元。

太古城3房減162萬
另外，中原地產趙鴻運透露，太古城冠

天閣低層B室，實用面積680方呎，3房套
間隔，望樓景。業主1月時放盤，叫價
1,100萬元，最終願減162萬元(減幅約15%)
以938萬元將單位易手，實用呎價13,794
元。趙鴻運指，原業主於2002年3月以285
萬元買入單位，持貨14年，賬面獲利653
萬元，單位升值229%。

商舖續慘淡商舖續慘淡
「「中美中美」」齊止血齊止血

天后維景花園接連蝕讓

■湯文亮認為，暫時唯一壞消息是樓價跌
得不夠多，政府是不會減辣。 資料圖片

■ PARK YO-
HO Venezia展
銷會現場。

資料圖片

■一位市民
在研究樓盤
圖紙。

實習記者
盧海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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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地產代理行住宅部部署
代理行

中原

美聯

利嘉閣

港置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 梁悅琴梁悅琴

上半年部署

無公佈

加400至500
人及維持分行

減約10間分行

維持現有
人手及分行

至今情況

約5,500人
360間分行
無公佈

約232間分行
約2,500人

約200間分行
逾1,000人
約70間分行

下半年大計

加500人
加40間分行
加500人

加10%至20%分行
加一些人手
不加分行
加人手

視地區及市況加

■■各地產代理公司在擴充各地產代理公司在擴充
業務上傾向保守業務上傾向保守，，尤其是尤其是
在分行方面在分行方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商舖市道差商舖市道差，，中原料相關部門需中原料相關部門需
累計減少達三成人手累計減少達三成人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